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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探訪 好像是一把鑰匙 
     Unlock god’s love.  

      向他們顯明上帝的愛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1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 

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1974年洛桑宣教大會--提出主張宣教之雙重任務的宣言。 
 
「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基督徒應該負起神對全人類的
關懷；‧‧‧教會的使命不僅是福音的『宣告』而已，
也應該包括福音的『彰顯』。 
 
 
 
 
 
福音的信息包含今生和來生，並不只是口傳來生的盼望
而已，也應兼顧人今生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需要，以行動
關顧這些有待解決的切身問題。口傳與行為不能脫節，
福音的內涵要由基督徒在社會生活中彰顯出來。社會關
懷服務是傳福音的預備工作，也是領人接受福音的橋樑。 



… 奉上帝的差遣出
去，成為轉化社區
、城市、國家和世
界的媒介。 



使命：馬太福音28:18-20 

 

1. 向世人傳遞神的愛，落實基督徒的社會責任。（付出） 

2. 使自己經歷神的愛，落實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化。（得著） 

3. 鼓勵人人都參與服事，去體驗教會是以神為中心的群體。 

4. 實踐傳福音的大使命，使人理解聖經的話不是高談闊論， 

 而是能滿足人的身心靈需要。（全人關懷） 



宣教 Missions 
耶穌對門徒說：「天上地下所有
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馬太福音28:18-19 

異象與使命：「向華人的社區
傳福音，使他們成為全心跟隨
基督的門徒。我們教會要成為
一個敬畏神，以基督為中心，
彼此關懷，榮耀神的團體。」 



介紹教會未來事工展望 

宣教 Missions 



介紹教會未來事工展望 

宣教 Missions 



  



  



  



 
1. 。 

關懷探訪 



主耶穌的使命  

 路加福音 4:17-19 

 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

找到一處寫著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

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

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

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 神悅納人的禧年。』 



關懷探訪的聖經根據  

 主耶穌說祂來是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19:10)。 

 太9:35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講天

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例如：耶稣到撒該的

家裡（路19：5-6）、利未的家裡（可2：15）、等等。 

 主的使徒更效法基督、四出探訪傳道、及堅立教會: 

 路10:1-7 派出70 人。差遺他們兩個兩個地在他前面，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 

 徒15:36 保羅、巴拿巴，回去從前傳道的地方看望各

教會。 

 主更要求所有信徒都如此行: 

 太25:34-40 末日審判時，耶穌的宣言。 



關懷探訪的目的及意義 

 探訪是神家中，家人應有的來往。是家人互相關懷
照顧、應盡的責任。 

 探訪是彼此相愛，愛人如己的一種生命交流的表現。
探訪是最直接、最親切，建立感情，肯定對方的方
法。 

 探訪也是教會對外的見證。 

 藉著探訪，可增加了解信徒和新來賓的靈性、生活、
家庭，各方面的實際情況與需要，並能對被訪者作
出更切實的幫助。 

 從參加探訪者來說，可藉著實際的參與和訓練，增
加對事奉的見識與興趣，並能挑旺對神對人的熱心
與愛心，建立正確積極的事奉態度。 

‧ 



探訪事工可概分為四類： 

1. 聯絡探訪。 

 「歡迎」新人探訪，對初來教會者歡迎關懷。 

 「靈命」關懷探訪，對冷淡退后、信心軟弱、長期
沒有參加聚會的會眾進行鼓勵。 

2. 福音性探訪。 

 「福音」介紹決志，對有興趣慕道者。 

3. 教會事務性探訪。 

 同工、執事、長老、牧師。 

4. 關懷探訪。 

 「普通需要 (General Needs)」。 

 「特別需要 (Special  Needs) 」。 

 「急難需要 (Critical  Needs) 」。 



探訪員的工作重點  

 縮短教會與家庭之間的距離。 

 堅立信徒對神、對人、對教會之正確態度。 

 鼓勵會眾對教會之決策、方針、及會務之推動等，
能深入瞭解與實際支持。 

 傳達教會內眾肢體關懷、與愛顧，進一步瞭解信
徒近況，以使在教會中切實代禱。 

 言談間以榜樣、以事例，去鼓勵被探對象，樂意
遵行主道；使信仰與生活打成一片，用生活見證
傳揚基督。 

 提供聖經話語（通稱金句），使遭遇各種不同境
況者獲致最有效用之助力。 

 

 

 

 

 



探訪員須具備的條件 (I) 

 必須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且奉獻身心、盡忠為
主。 

 必須熟悉和支持教會的事工。 

 是一個願意與人合作的人。 

 是一個願意虛心學習的人。 

 是一個願意保密、不傳舌的人。 

 是一個有同情心、同理心的人。人們需要知道你
關心他們，然後他們才會聽你所說的。 

 其他: 

 。 



探訪員須具備的條件 (II) 

 整潔儀表。穿戴不宜華麗，不宜骯髒難看。 

 機警言談。多關心對方近況，多留意對方需要，
言談間常帶着安慰，鼓勵和同情口吻。 

 堅定信心。神是信實的，藉聖靈大能感動，必收
奇效。默默代禱。 

 良好開端。探訪事工，必須謹慎去作。探訪員面
帶着微笑，語氣溫和有禮貌，以最友誼姿態，愉
快精神參與其事。必蒙神祝福使用。 



探訪員的切戒  

 戒只談家務，世務，社務；絕口不談靈務者。 

 戒切勿任憑對方扯開話題；如談論政局，選舉，
及物價高漲；要機警地轉入正題談論。 

 戒過分打扮，穿戴華麗衣飾。 

 戒自高自義，重富輕貧，心高氣傲，自我炫耀。 

 戒言不及義，言行不一致者不適宜加入探訪。 

 戒單獨演講，談話時要經常留意對方反應，方能
察知其需要與難處。 

 戒苛刻難堪，凡言語有影射作用及毀謗嫌疑，挖
苦追問等，均須避免不說為妙。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5頁。 

 

 

 



關懷探訪前的準備功夫 
 



關懷探訪的準備 (I) 

1. 平日預備自己的得救見證及生活見證。在適當的安
排下分享見證。(參考「寫篇好見證」) 

2. 探訪前及探訪時為同工和自己禱告; 為對象和其家
人禱告。 

3. 按情況去照顧對象的家人和小孩, 讓大家能順利分
享或談道。 

4. 隨身攜帶聖經，福音單張，屬靈四定律等。要熟悉
自己所帶的資料。 



關懷探訪的準備 (II) 

1. 事前盡可能了解被探訪者的背景。 

 切戒自作主張，假如是病人，要先與他的家人溝
通，能夠對病人多一點認識。 

 不要胡亂準備禮品或食物，最好預備一些鼓勵的
經文或見証。 

 不要扮專家，但可以在準備時先看有關普及醫書，
但這些書只是讓人對病者的病多一點了解而已。  



關懷探訪的準備 (III) 

1. 學會聆聽、和有愛心，就可作輔導。傾聽就是愛，
了解中有醫治。 

2. 與被探訪者分享上帝的愛。透過滿足他們的切身需
要，使他們看到上帝的本質、大能、愛，進而願意
與上帝建立重要的聯繫。 

3. 為他們禱告。禱告能釋放上帝的祝福、和開啟人的
眼睛。 

4. 彼得前書3:15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
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5.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5頁。 



關懷探訪的注意事項 (I) 

1. 探訪是帶著神的使命去的，探訪組出發之前，必須
同心合意地敬拜神和迫切祈禱。進門前先祈禱。 

2. 進門首先要打招呼，不可冒然進屋，尤其是內屋。
進屋之後首先要向他們問安，然後說明來意，同時
留意屋內擺設(如掛圖、賞杯、工藝品等) ，以便容
易找出破冰話題。 

3. 屬於勸誡的事，最好不要直接表明。(戒單刀直入) 

4. 坐姿要規矩，一切要有禮貌，即使是很熟悉的信徒
，也不可過分隨意。 

 



關懷探訪的注意事項 (II) 

1. 對於主人的熱情招待，不可全然拒絕，但也不可全
然接受，要盡量不讓他們忙。 

2. 不要只說家常事，而不談靈性的事，要盡快切入正
題。(禱告求有機會) 

3. 要給被探訪者留一定說話的時間，讓他把心裡的話
陳明出來，以便使探訪工作更具有針對性。 

4. 勸勉所用的材料，以神的話語為主導、聖經的例證
、別人的見證、個人的經歷為主要內容。 



關懷探訪的注意事項 (III) 

1. 離開時要同心禱告。對家庭不信的成員，要主動與
他們接觸，真誠建立友誼；待時間成熟時，把握傳
福音的機會，使用小冊子『四律』，把福音傳給他
們，領他們歸主，如對方接受，立即做決志祈禱。 

2. 探訪人員可以根據具體不同的情況分別對待。但總
的來說要以造就人、榮耀神為原則。 

3. 探訪不是推銷，把對方是一個傳福音的對象，要把
人看作人看待。 

4.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5頁。 

 

 



探訪的對象 
1. 每主日新來的弟兄姊妹、或未信主的人。(新朋友) 

2. 對信仰表示有興趣的朋友。(慕道友) 

3. 受洗加入教會的新肢體。(初信的人) 

4. 信心軟弱的人。（包括同工） 

5. 家庭不和睦的人。(夫妻、父母、子女) 

6. 生病的人。(身體、心理、精神) 

7. 有難處的人。(失業、經濟、單親) 

8. 會友的父母。(不會英語、不會開車) 

9. 外地暫居的人。(留學生、交換學者)  

10.信仰失迷的人。 

11.犯罪墮落的人。 
 



To Initiate a Conversation. 

Ask H.A.S. and extend it. 

Happy, Angry, Sad. 

 

You look so Happy, can you share with me? 

Why you think that made you Happy? 

That must be very important to you. 

So glad you shared that with me, can I pray for you, or 

praise the Lord for that. 

 

Practice makes it better! 

 



關懷探訪的種類 



關懷探訪 - 「歡迎」新人探訪 

1.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11頁。 

2. 介紹三角地區之學校、購物等資料，及介紹我的
教會。 

3. 詢問有那些需幫忙處。 

4. 了解他們是基督徒、或未信主者。 

5. 若已是基督徒， 請他們分享信主經歷。 



關懷探訪 - 「福音」介紹/決志 

1.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7頁。 

2. 在談話中作見証。 

 認識對方，可從「家庭、職業、嗜好、信仰」
引入話題。 

 分享自己信主的經過及改變。 

3. 進入關鍵的問題。 

4. 禱告求使明白信仰障礙。 

5. 介紹福音。 

6. 詢問、邀請對方接受耶穌。 



關懷探訪 – 跟進栽培新信徒的探訪 

1.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12頁。 

2. 請他們分享信主經歷。認識對方。 

3. 介紹教會小組及主日學課程。 

4. 邀請加入教會會員，參加服事奉獻。 



關懷探訪 - 冷淡退後，信心軟弱 
1.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13頁。 

2. 先作電話聯絡。 

 表示代表教會的關心。 

 了解原因。聆聽重於發表己見。 

3. 約時間探訪。可預備一些屬靈書籍、講道CD、鼓
勵經文等。 

4. 依照對方的需要，安排另外的關顧及輔導。 

5. 與他一起禱告。 

6. 聖經：鼓勵敬拜和相交。 

 詩119:1；希10:25；約一1:1-5； 

 彼後3:18，猶大書20-21。 



關懷探訪 –邀請人加入教會服事的探訪 

1.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16頁。 

2. 解釋到訪的目的。 

3. 解釋工作的性質，提供書面資料。 

4. 鼓勵對方問問題，盡己力誠實回答。戒掩蓋真相、
以多報少。 

5. 了解及體諒對方猶豫不決、為難的原因。 

6. 讓對方有時間考慮、禱告、回應。 

7. 與他一起禱告。 

 



關懷探訪 - 陳國強分享探訪經歷。 

「歡迎」新人探訪。 

「福音」介紹/決志。 

跟進栽培新信徒的探訪。 

冷淡退後，信心軟弱。 

邀請人加入教會服事的探訪。 

 



關懷探訪 - 失業、待業、財務問題 

1. 先作電話聯絡。 

 表示代表教會的關心。 

 了解原因。聆聽重於發表己見。 

2. 約時間探訪。可預備一些屬靈書籍、講道CD、鼓
勵經文等。 

3. 若有財務壓力，可請關懷執事預備「關懷金 」。 

4. 依照對方的需要，安排另外的關顧及輔導。 

5. 與他一起禱告。腓4:19，羅8:35。 



關懷探訪 - 解決衝突(父母、兒女、夫妻問題) 

1.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15頁。 

2. 若被探訪者是基督教徒，首先了解他與神的關係。
先行修補個人內在的問題。 

3. 若被探訪者有情緒或精神障礙，建議轉介專家予
以輔導。 

4. 注意聆聽的技巧，適時轉述對方所說的，使他明
白你的關心及注意力。切忌選邊站。 

5. 建議被探訪者學習溝通的技巧。 

6. 與他們一起禱告。 

7. 參考「黃維仁之『親密之旅』」。 

8. 參考「高偉雄之『有傷害、沒傷痕』」。 

 

 



關懷探訪 -已離婚者 

1. 給予安慰、陪他走出傷痛。 

2. 忌用聖經來指責他。 

3. 了解他有何家庭或財務需要。 

4. 與他一起禱告。 

5. 其他。 



關懷探訪 –林傳道分享探訪經歷。 

失業、待業、財務問題。 

解決衝突。 

已離婚者。 

分享『金蘋果銀網子』。 

分享『不打不相識』。 

 



關懷探訪 - 病患探訪(醫院或家裡) 

1.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18-
24頁。 

2. 參考資料:關懷病人常識手冊 

 (角聲癌症關懷，Nov. 2010)。 

3. 關懷者所扮演的角色。 

導航員──藉提供正確的資訊和指引，讓病人
做出合宜的決定，避免無謂的痛苦和損失。 

啦啦隊員──藉著鼓勵，幫助病人積極地面對
疾病或治療。 

安慰者──有時，病人需要的是一位陪伴他度
過病痛憂傷的人。 



關懷探訪 - 病患探訪(醫院或家裡) 

1. 關懷者的動機與目的。 

1) 「達到目的為主導」的關懷方式。 

 就是希望把福音傳給非基督徒或把神的安
慰帶給病人。 

2) 「以神為中心」的關懷方式。 

希望藉著關懷，來傳遞神的愛或安慰。 
 



關懷探訪 - 病患探訪(醫院或家裡) 

1. 關懷者的動機與目的。 

「達到目的為主導」的關懷方式。 

 就是希望把福音傳給非基督徒或把神的安慰帶給
病人。 

 以關懷者自己的動機為主導。 

 主動積極，希望達到目的。 

 有時忽略病人的感受或實際的需要。 

 覺得自己有責任改變對方，為他解決問題。 

 甚至有時想操縱對方，要他按你的意思去做。 

 重視結果或有時希望馬上看到成果。 

 通常缺乏長期關懷的後勁。 



關懷探訪 - 病患探訪(醫院或家裡) 

1. 關懷者的動機與目的。 

「以神為中心」的關懷方式。 

希望藉著關懷，來傳遞神的愛或安慰。 

尊重神的主權，關懷者只是神的器皿。 

尊重對方的自主權和神在他身上的工作。 

關懷者的角色，是去關心和愛對方。 

無條件地接納對方， 給與關愛和安慰。 

藉持續的關懷，先建立關係。 

重視對方，聆聽對方的需求，確認對方的感受。 

幫助對方看到自己的需要，並尋求解決辦法。 

多為對方禱告，祈求和明白聖靈的引導。 

 



關懷探訪 - 病患探訪(醫院或家裡) 

1. 問候關懷了解病人的病情和痛苦，難處和憂慮。 

2. 用聖經的話鼓勵安慰，使人對神有信心。 

3. 為病人按手禱告，求主醫治保佑。 

4. 不可建議太多醫治方法，要尊重專業醫生的治療。 

5. 探訪時間不宜太長，因為病人需要休息。 

 



關懷探訪技巧：學會聆聽、回應、問合宜的問題 

1. 聆聽。「聆聽」的定義是：「隨著對方的思想、
感情和觀點，來了解他所說的話和意思。」 

2. 回應。聆聽時的回應有: 

1) 內容的回應：以你自己的話，重複你所聽到的
「內容」，以確定你聽到的的訊息是對方所表
達的。 

2) 感受的回應：以你自己的話說出你所體會到對
方的「感受」。 

3) 澄清你所聽到的話：以自己的話把聽到的內容、
感受告訴對方，以便澄清你所了解的是正確的。 



關懷探訪技巧：學會聆聽、回應、問合宜的問題 

3. 問合宜的問題。使用開放式的問句，而不是關閉式的問句。 

 關於病情 

你最初怎樣發現自己生病了？ 

你上次見醫生，他對你說了甚麼？ 

你在那裡就醫？ 

有那些醫療人員處理你的病？ 

最近睡眠好嗎?胃口如何？ 

除了醫療人員外，還有誰在幫你？ 

醫生用甚麼方法為你治療？治療已進行到那個階段？ 

你經歷了些甚麼治療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是否疼痛？是否與醫生談過？如何處理？ 



關懷探訪技巧：學會聆聽、回應、問合宜的問題 

3. 問合宜的問題。使用開放式的問句，而不是關閉
式的問句。 

 關於病人心理的健康 

你對現在的治療有何感受？ 

這段期間你覺得最難處理是甚麼？ 

甚麼可以讓你心情鬆弛？ 

甚麼對你沒有幫助？ 

對親友的探訪，你覺得如何？ 

我想聽聽你的工作。你最滿意的成就為何？ 



關懷探訪技巧：學會聆聽、回應、問合宜的問題 

3. 問合宜的問題。使用開放式的問句，而不是關閉
式的問句。 

 關於病人靈性的光景 

生病過程中是否引發你思考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可否談談你的信仰對你的影響？ 

可否談談你對神的觀念？ 

你自己想向神說甚麼話？ 

我可以如何為你禱告？ 



關懷探訪 –許玉芬分享探訪經歷 

可以說與不該說的話 

可為與不可為 

 

「口善應對、自覺喜樂． 

話合其時、何等美好。」 

箴言15:23 

 



關懷探訪 - 臨終探訪 (I) 

1. 參考「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探訪工作指南」第25-27
頁。 

2. 瞭解末期病人的心理。 

3. 滿足病人靈性的需求。 

4. 支持病人的家屬。 

5. 探病是一種「心被攪動」，並且心「出去」到苦
主那裡的行動，牽涉的不僅是一個人，還有他一
家的人，是一個全家需要被牧養的時刻。 

6. 探病者可與家人攜手合作一起給他三方面的肯定
和保証：過去（肯定他所付出的努力）、現在
（眾人對他的愛）、將來（傳福音或確認永生盼
望）。 



關懷探訪 - 臨終探訪 (II) 

1. 幫助病人完成未了心願，使他可以安心離去。 

2. 協助病人除去怨憤或內疚之情。 

3. 安排病人能與最愛的人，獨自相處和談心。 

4. 讓對方有機會處理決定一些事情，如與人復和。 

5. 為病危者按手禱告，求主賜他有平安，禱告不宜
太長。 

6. 安慰家屬，主動提出有何可以幫助的地方。 

7. 若有需要協助安排後事，包括:接洽殯儀館，購買
墳地，安排安息禮拜等。 

8. 事後對家屬必須繼續關懷幫助。 

 



關懷探訪 - 臨終探訪 (III) 

1. 不論人有沒有犯罪，人也會死，因此死是生命的
一部份。正如撒下14：14 “我們都是必死的，如
同水潑在地上，不能收回。”又如詩104：29b 
“你收回他們的氣，他們就死亡歸於塵土。” 

2. 牧養上可以有不同重點，但幫助病人坦然面對死
亡是一重要的任務。 

3. 讓人在人生最後一程感到被上帝赦免、接納和擁
抱，是十分重要的。 

4. 求聖靈引導說當說的話。 

 



關懷探訪 - 家人病故 

1. 突然死亡:失去孩子，或痛失配偶、父母。 

2. 給予安慰、陪他走出傷痛。 

3. 了解他有何家庭或財務需要。 

4. 詢問是否要協辦喪事、追思禮拜等事宜。 

5. 請關懷執事預備「鮮花、 慰問卡片」。 

6. 若死者是基督徒，用聖經經文來安慰他。 

7. 若死者不是基督徒，如何安慰他？ 

8. 與他一起禱告。 



關懷探訪 – 葉牧師分享探訪經歷。 

臨終探訪。 

家人病故。 



關懷探訪的注意事項(寇世遠寫的) 

1. 禱告不可少。 

2. 勸勉不可多。 

3. 是非不可有。 

4. 閒話不可說。 

5. 信心不可小。 

6. 愛心不可缺。 

7. 虛心不可無。 

8. 時間不可長。 

9. 希望不可高。 

10.要求不可苛。 



關懷探訪 - 使用聖經金句 

1. 對灰心失望者，以賽亞書40：28-31；詩篇23。 

2. 對心靈煩燥不安者，詩篇103：2-13。 

3. 對思念親眷，有鄉愁者，詩篇107。  

4. 對徬徨歧途者，羅馬書12。 

5. 對患病及受痛苦纏磨者，詩篇91 。 

6. 環境走下坡者，提摩太後書 3；雅各書1：1-4。  

7. 心靈疲乏軟弱者，馬太福音11：23-30。羅馬書8：31-
39；詩篇121。  

8. 經商失敗者，馬太福音 6：24。  

9. 悲哀難過者，約翰福音 14。 

10.遭受困擾阻礙者，詩篇46。  



關懷探訪 - 禱告的服事 

如何代禱？ 

誠實地將對方的重擔、困難、煩惱、感受、願望告
訴神。 

訴說神的屬性來配合對方的需求。 

按神的話語和應許禱告。 

不是操縱神，而是讓神作主。 

使用對方能夠理解的話，少用基督教術語。 

為對方的身、心、靈代禱、祝福。 

不要將禱告變成講道。 

如果對方是基督徒，可以邀請對方參與發聲禱告。 



關懷探訪 -禱告的服事 

為身體禱告的內容 

求神醫治身上的疾病和祂寶血的潔淨。 

阻止疾病的擴散或對重要器官的傷害。 

使醫療方法奏效。 

副作用和疼痛降低或消失。 

自身的免疫力增強，器官功能迅速恢復。 

胃口和食慾正常。 

行動不受妨礙。 



關懷探訪 -禱告的服事 

為心理或情緒禱告的內容 

求主進行內在醫治，醫治我們任何受傷害的記憶。 

除去憂傷憤恨、苦毒的心。 

求神和人的寬恕。 

寬恕一切得罪我們的人。 

讓神所賜的平安充滿我們的心。 



關懷探訪 -禱告的服事 

為靈性禱告的內容 

回顧我們一生是否有任何拜偶像、淫行、參與邪術、
受創傷、懼怕、怒氣、不饒恕人、故意犯罪而給魔鬼
留下屬靈的破口。 

向神認罪悔改來堵住這些屬靈的破口。 

奉耶穌基督的名斥責魔鬼一切的侵害離開。 

求基督的寶血來潔淨和遮蓋我們。 

藉著聖靈的內住使我們的靈命復興，對永生有盼望，
信心得堅固。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
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各5:16 



關懷探訪 - 模擬實習 

引言 

1. 接見家人：探訪隊應問候每位家庭成員，不單只

問候對象。 

2. 自我介紹：先介紹隊員，再介紹自己。 

3. 了解觀察他家中的擺設：如獎狀，字畫，家俱，

簡樸整潔等。了解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 

4. 彼此認識：為要尋找共同興趣。如: 家庭背景，

出生、成長地點、兒女，興趣，專業，嗜好等。 

5. 認同興趣：這是建立及加深彼此感情的時候。 



關懷探訪 - 模擬實習 
轉入正題 

1. 轉入話題：引入屬靈問題。分析他們現在的價值
觀，指向屬靈的價值觀。 

 參考「有果效的福音對話」：「讓人願意聽我們
分享福音」是福音預工的目標，也是後現代世界
的極大需求。欲突破未信者的理性及內心防線，
必先學習從未信者的視野來看他的信仰，逐步搭
建福音的橋樑，才能從福音預工轉進直接傳福音
的最終目標。此過程包含「聆聽、啟迪、發掘、
及建造」的四種對話技巧。 

2. 指向基督：這是每次探訪的主要目的，為要領人

信主。  
3. 。 



關懷探訪 - 模擬實習 

結束 

1. 禱告結束：為對方的實際需要禱告，為他們求平

安(路10:1-6)與祝福! 對於未能接受福音者，以

詩34：8 送給他們，並為他們作得救蒙福祈禱。 

2.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

他的人有福了！ 詩34：8 

3. 贈送資料：屬靈書籍；報刊如：號角、中信、福

音小冊子，教會刊物等。 



New Work 

關懷探訪訓練 - 模擬實習 


